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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来我校召开座谈会 

4 月 29 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一行来访我校，与我校校领导、教授及中层干部代表召

开座谈会，会议由校党委书记王玲主持。此次访问，钱克明还参观了校史馆，走访了全球价

值链研究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截止到 2015 年，我校与商务部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承担的课题多达 64 项，其中不乏多个

应急课题。在课题数量稳步提升的同时，成果产出质量也受到高度认可。在智库建设方面，

我校有大量教师被聘为商务部各部门的委员或专家，为我国商务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宣传部） 

 

我校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机构（2015 年版）” 

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

研制的《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机构（2015 年版）》正式发布。根据 2013-2014 年度复

印报刊资料学术专题转载数据与评审专家组综合评价，我校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机

构（2015 年版）》”。 

本次评选根据机构转载数据和同行专家评议的结果，最终遴选出 141 家高等院校和 434

家高等院校所属机构作为 2015 年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机构。除学校外，我校国际经

济贸易学院、国际商学院、金融学院、法学院、保险学院、国际经济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均在入选之列。 

同时，我校在 2015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中喜获佳绩，转载量位

列全国高校总排名第 29 名，综合指数位列第 30 名，同时有多个学科名列前茅。其中经济学

转载量位列第 13 名，综合指数位列第 14 名；应用经济学转载量及综合指数位列第 13 名；政

治学转载量位列第 13 名，综合指数位列第 15 名；外国语言文学转载量位列第 2 名，综合指

数位列第 2 名；法学转载量位列第 20 名；工商管理转载量位列第 20 名。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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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5 月 6 日，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授牌仪式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论坛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市委副书记、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出席

并讲话。校党委副书记文君，思政部主任李景瑜、副主任刘宏元、刘建萍教授作为我校代表

参加授牌仪式和论坛。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批

示精神，加强北京高校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举措。文君副书记代表我校领取“建

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铭牌，标志着我校正式成为 11 所北京高

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王永贵教授、丁鼎副教授入选 2015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近日，国际著名科学技术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 2015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我校国际商学院王永贵教授在商业管理会计领域榜、国际

经济贸易学院丁鼎副教授在决策科学领域榜上有名。 

2015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采用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ShanghaiRanking 

Consultancy）开发的方法和标准，基于客观引用数据对中国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

行了系统的分析。2015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的研究数据来自爱思唯尔旗下的 Scopus 数据

库，Scopus 是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提供了海量的与科研活动有关

的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数据。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根据上一年度的结果进行了复查和更新，

将 1744 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呈现给学术界和公众。 

（宣传部） 

 

王志民教授被全国社科规划办通报表扬 

近日，我校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教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确定为 2015 年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通讯评审认真负责的专家，并发通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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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本次被表扬通讯评审的专家共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

在京高校的六名教授，我校王志民教授名列其中。 

（宣传部） 

 

黄勇教授成果获美国“2016 年最佳亚洲反垄断学术论文” 

我校黄勇教授与美国经济学家王晓茹女士、博士生张昕合作的论文“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pace under China’s Anti-Monopoly Law”被

评选为“2016 年最佳亚洲反垄断学术论文”。该篇论文 2015 年发表在美国《乔治梅森法律

评论》第 22 卷第 5 期（George Mason Law Review, Vol. 22: 5）。4 月 5 日，黄勇教授作为颁

奖嘉宾应邀出席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和 Concurrence 公司共同举办的“2016 年反垄断

写作奖”颁奖典礼。 

“反垄断写作奖”评选活动从 2012 年已成功举办 5 届，旨在促进竞争法的学术发展和竞

争倡导。“最佳学术论文奖”每年会授予已经公开发表的 10 篇不同主题的论文，论文评审团

由全球顶尖的竞争法学者、法官、执法官员和律师组成。 

    （法学院） 

 

教育部社科司向丁隆教授发来感谢信 

日前，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致函我校外语学院丁隆教授，向他为中埃人文交流提出的建议

表示感谢。来函指出，丁隆教授撰写提交的《中埃人文交流调研材料》被教育部社科司采纳，

报告提出的关于推动中埃人文交流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决

策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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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地 

 

我校获 18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日前公布的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

项目立项结果，我校共有 18 个项目获准立项，包括重点项目 2 项，一般项目 12 项，青年项

目 4 项，比去年同期立项数增长 63.6%。 

此次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立项总数为 3917 项，平均立项率为 14%。我校此次

申报课题 60 项，成功获批 18 项，立项率达 30%，远高于全国平均立项率。 

2016 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所在学科 

1 
基于收入和财产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再分

配效应研究 
王亚柯 保险学院 重点项目 应用经济 

2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熊光清 国际关系学院 重点项目 政治学 

3 美国对华 337 调查案例及对策研究 孙娜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

研究院 
一般项目 法学 

4 
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与我国自由贸易区战

略实施研究 
李杨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

研究院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 

研究 

5 
国际数字贸易新规则的内容特征与演进

规律探究及中国的应对研究 
周念利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

研究院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 

研究 

6 
大数据时代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方略研究 
檀有志 国际关系学院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

研究 

7 媒介化公共外交的机制与运用策略研究 赵鸿燕 国际关系学院 一般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8 新型大国协调视阈下G7与G20比较研究 徐凡 英语学院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

研究 

9 
中外上市公司年报话语对资本市场的影

响预测对比研究 
王立非 英语学院 一般项目 语言学 

10 
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路径与

战略互补机制研究 
范黎波 公共管理学院 一般项目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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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所在学科 

11 
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下我国外贸增速下

滑问题研究 
李计广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12 
大数据环境下突发事件多源情报融合研

究 
李兵 信息学院 一般项目 

图书馆、 

情报与 

文献学 

13 
大数据背景下地区主要经济统计指标预

测预判方法体系研究 
唐晓彬 统计学院 一般项目 统计学 

14 东亚诗学交融语境中的和歌与歌论研究 祁晓明 
中国语言文学 

学院 
一般项目 外国文学 

15 我国经济安全底线设定及实施策略研究 戴臻 
中国世界贸易组

织研究院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16 
中国地方政府“参与性”财政支出行为实

证研究 
叶静 国际关系学院 青年项目 管理学 

17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视阈中高校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机制创新研究 
王宇航 英语学院 青年项目 马列·科社 

18 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统计研究 刘思明 统计学院 青年项目 统计学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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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动态 

 

我校召开 2015 年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4 月 21 日，我校在诚信楼三层会议厅召开 2015 年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施建军校长、

林桂军副校长、赵忠秀副校长出席大会，各类奖项获得者、各学院（研究院）负责人、科研骨

干教师、科研秘书参加会议。会议由科研处王强处长主持。 

林桂军副校长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我校 2015 年度科研工作。同时，他提出下一步科研工作的

四个重点：一要优化学术环境，激发创新活力；二要以高水平科研成果，支撑“双一流”建设；

三要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强化质量和创新导向；四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 

施建军校长做总结发言。他首先代表学校向全体获奖者和在科研工作上取得重大进步、付

出辛勤劳动的所有科研工作者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感谢。施校长强调科研对学科的重要支撑作用，

指出学校科研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表示，大学是一个沉思、沉静、沉积的沃土，是追求科学

和真理的地方，科研竞争力是大学的品牌和无形资产。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人才培养需要一流

的教学和一流的科研，教学和科研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关系。 

施建军校长向大会传达了4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强调大学的科技创新是引领世界科技革命潮流、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将很

快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进一步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改革科研经费管

理体制，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大会表彰了 2015 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成果要报》入选成果作者、纵向科研课题奖、横向科研课题奖、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

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等奖项。施建军校长、林桂军副校长、赵忠秀副校长为获

奖者颁奖。 

（宣传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研究院正式成立 

6 月 8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研究院”成立仪式在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北京总部举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丁平准，我校副校长张新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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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陈刚教授等高校教授代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吴益格、首席合伙人胡咏华、总裁

谢泽敏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出席仪式。 

成立仪式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胡咏华宣布了《关于成立大信审计研究院》的

决定。大信审计研究院的成立是为了提高行业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理论研究水平，培养高层

次研究人才，并通过同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合作，从事会计与审计和实务研究，推动专业技术建

设上台阶，研究院首届领导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吴卫星担任名誉院长，首席合伙人、

主任会计师胡咏华担任院长。 

（国际商学院） 

 

“国际战略投资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6 月 28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战略投资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首期“一带一路”战

略投资沙龙在我校隆重举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国家商务部、国务院研究室、中

国国际贸易学会、美国杜克大学、南开大学、中科院、清华大学等政策研究机构专家学者，黑

龙江省、厦门市、成都市、义乌市等地方政府代表，中信、国投、吉利、奥克斯和英国石油、

安永、西村朝日、俄罗斯储蓄银行、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等中外企业和机构代表，以及我校师生

代表出席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后，与会专家出席了“创新协同，把握机遇——首届‘一带一

路’战略投资沙龙”。 

国际战略投资研究中心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和硅谷创始人企业管理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是目前国内定位于“中国投资、投资中国”战略研究的独立、

非官方智库，聚焦国家投资战略、地方和产业政策以及企业创业创新的规划策略。研究中心下

设“一带一路”战略投资、能源与农业安全、环境与贸易、中国跨国企业和跨境电子商务 5 个

研究组以及品牌竞争力和国际商务谈判两个实验室，由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学界领军人物带队，

在社会范围招募跨学科高端智库人才，接受政府、行业和企业等委托，开展独立调研和具体项

目实施。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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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一句话 

 我校完成多项纵向课题申报工作。4-6 月，我校报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

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选题 1 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1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 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41 项，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20 项，北京市社科联决策咨询课题 7 项、青年人才资助项目 8 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项目 4 项，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6 项，司法部国家

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课题建议 10 项。 

 我校完成各类评奖申报工作。4-6 月，我校完成第六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申报工

作，推荐成果 3 项；完成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推荐工作，共推荐优秀

成果 8 项。 

 我校完成 2016 年学校科研奖励工作。按照学校科研奖励办法，我校完成对 2015 年科

研成果、省部级获奖、横纵项课题的奖励，共计奖励金 375.174 万元，其中成果奖励

39.2 万元、获奖奖励 24.3 万元、纵向课题奖励 288.5 万元、横向课题奖励 23.174 万元。 

 我校启动第十九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评奖工作。截止目前，我校收到“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申报材料 196 份。

同时，配合北京市教委做好“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系统初评工

作。 

 我校修订完善科研管理文件。完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出

项目一览表》的修订。起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试行）》（意

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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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我校正式发布《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5）》 

4 月 9 日，《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暨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

链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我校正式发布了国内首部专门研究中国跨国公司发展问题的年度研究

报告《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5）》。该报告由卢进勇、李建明和杨立强担任主编，是

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智库建设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同时也是我校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

创新中心的一项研究成果。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洪俊杰院长主持了报告发布会。 

林桂军副校长为大会致辞，高度评价了报告的研究价值，并勉励报告研究团队再接再厉，

发表更多高质量的报告或论文。报告发布会后，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构建中国企业

主导的全球产业链”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霍建国研究员、武常岐教授等发表意见。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发布 

《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15）》 

4 月 13 日，我校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召开《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15）》

发布会暨《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16）》启动会。该系列报告由我校北京企业国际化经

营研究基地协同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共同完

成，由基地主任张新民教授、基地首席专家林汉川教授、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夏友富教授、外商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教授担任主编。 

会议第二阶段，专家和学者深入研讨了《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16）》的研究框架、

主题及热点问题，并宣布《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16）》撰写工作正式启动。 

（国际商学院） 

 

第三届 UIBE 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在我校举办 

4 月 16 日，由我校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 UIBE 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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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题是“中国如何引领国际合作”。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我校副校长林桂军致开幕词。论坛分上、下两场，上半

场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如何引领国际合作：理论建构”，下半场的中心议题是“国际合作中

的中国角色：引领抑或参与？”。来自北京大学、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吉林大学、南

开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

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国际关系学院） 

 

品牌强国之路高峰论坛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行为报告（2015）》  

发布会在我校举行 

4 月 22 日，由我校主办，中国奢侈品研究中心和中国消费经济研究院承办的品牌强国之

路高峰论坛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行为报告（2015）》发布会在我校举行。论坛的主旨是在

国家“2025 中国制造”的大背景下，通过研讨中国消费者的高端品牌消费行为规律和趋势，

为国家和企业提供来自产、学、研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高级经理人的独到见解。 

该《报告》由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现状分析；第二部分是研究

方案设计；第三部分是 2014 年和 2015 年奢侈品消费者行为指标的对比研究，并总结中国式

奢侈品消费和中国人理解的奢侈品消费的特点；第四部分揭示中国消费者奢侈品购买决策特

征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提炼出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购买决策特征的十五大因素；第五部分是基

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导向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者族群分析；第六部分展示新常态下的奢侈品

市场发展以及奢侈品行业与互联网科技的关系；第七部分是中国奢侈品牌市场未来展望。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发布会               

暨语言服务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 

4 月 23 日，由英语学院主办、国际语言服务与管理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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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蓝皮书》发布会暨语言服务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来自国内 50 多所高校专家学者、

国内外 100 多家语言服务企业代表以及中国标准化届权威代表 400 余人出席了发布会与高峰

论坛。 

《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

果。研究团队耗时近一年，对 21 个省市、十余个行业、213 家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问卷调查，

对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语言服务的需求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详尽调研；研究团队收

集国内外数十份报告，构建各种分析模型，从语言服务视角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语

言服务企业“走出去”、中国标准“走出去”进行战略分析并提供实施建议。 

（英语学院） 

 

廉思教授受聘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专家委员会专家 

5 月 5 日，共青团中央举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青年发展”论坛暨共青团中央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成立座谈会。我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廉思应邀出席会议，

并受聘为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首批十名专家之一。团中央

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为中心授牌并为中心专家颁发聘书。 

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是中宣部批准成立的全国 15 家中央级

“中特”中心之一，中心将着力面向青少年宣传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力争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与青年发展”的理论研究高地、宣传传播前哨、咨政建言智库与人才聚集平台。

中心研究团队由专家委员会团队和基本研究团队构成，其中专家委员会面向全国遴选一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青年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心将通过组织课题研究的方式推进学术观点、

学科体系、科研方法创新，推进“重大课题”和“专项课题”两大类项目，研究成果包括理

论文章、通俗理论读物和网络产品、研究报告、理论专著四类。 

（研究生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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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2016 年年会暨第四次会员大会成功举办 

5 月 7—8 日，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2016 年年会暨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本届年会由我校法学院承办，主题为“商法的国际化与中国经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

显、我校党委书记王玲、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等出席开幕式。 

来自全国教学科研单位、国家机关和实务部门的 440 余名会员和代表参会，共提交论文

140 余篇，着重研讨民法典编纂与商事立法独立性、部门商事法的具体法制建设、国际化的

商法和金融法治等学术话题。大会闭幕式宣布并颁发了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2016 年年会

“中青年优秀论文奖”，共 12 人获奖。 

（法学院） 

 

我校成功举办《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法研讨会 

5 月 9 日，由我校竞争法中心举办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意见征

询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行业协会、中外著名企业、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务界代表约 7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法学院黄勇教授主持。 

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领导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竞

争法学者到会听取了来自实务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法意见并与与会代表进行了充分

地交流。 

（竞争法中心） 

 

张新民副校长代表中国会计界出席欧洲会计学会 39 届学术年会 

5 月 11—13 日，我校副校长、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新民教

授代表中国会计学会受邀出席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欧洲会计学会第 39 届学术年会。 

在大会开幕前，欧洲会计学会主席、西班牙 IE 商学院 Salvador Carmona 教授会见了张新

民副校长。会议期间，欧洲会计学会第 39 届学术年会年度会议主席、Masstrich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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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教授 Ann Vanstraelen 博士与张新民副校长就中国会计学会

与欧洲会计学会的学术交流、中国会计问题研究视野以及我校会计学科的发展进行了交流。 

张新民副校长代表中国会计学会宣传了学会承办的国际学术期刊——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CJAS)。CJAS 是由中国会计学会主办、国际学术出版集团泰勒与弗朗西

斯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学术期刊（季刊），面向国内和国外同时发

行。 

（国际商学院） 

 

“未来城市：建造智能低碳社区”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5 月 17 日，由我校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未来城市：建造智能低碳社区”国际研

讨会在科研楼 5 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特别邀请来自低碳经济，低碳建筑概念、标准和技

术实现，未来城市方面的中英两国专家，共同探讨未来智能低碳社区的建设。 

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所长、我校副校长赵忠秀为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欧盟项

目研究组负责人 Tarek Hassan 等 21 位专家颁发了聘任书。与会专家围绕“整合社区建筑、改

善能源利用”、“能源使用效率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未来社区-美好生活”、“智能低碳

社区的 PPP 项目操作”、“揭秘下一代生态设计的标准与技术”、“从低碳校园到‘终身社

区’”、“胜利油田热电联供中心 BIM 能耗改造项目”等主题展开讨论。 

（国际处）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问题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5 月 19 日，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企业协会、我校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跨

境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问题研讨会”在我校科研楼校董会会议室召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

作企业协会副会长郑维东，我校副校长林桂军、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范黎波致词，来自全国知

名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物流企业、报关报检企业、自贸区、出口加工区的近 30 名企业和机

构代表参加会议，商务部部分司局的同志列席会议。 

通过本次会议的召开，建立了行业组织、高校、企业、政府部门共同参与服务中国外经

贸企业贸易便利化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对提高中国外经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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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意义。 

（公共管理学院） 

 

丁隆教授应邀出席第十六届多哈论坛 

5 月 21—24 日，应卡塔尔外交部邀请，我校外语学院丁隆教授出席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举行的第十六届多哈论坛。来自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 600 多名代表与会，就地

区和全球问题展开讨论。 

本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有：中东冲突解决、中东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热点

问题。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外交大臣阿卜杜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阿富汗总统加尼等

五国元首，以及多国政要和著名学者出席本届论坛。会议期间，丁隆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多

哈中心、卡塔尔大学专家学者就智库交流与合作进行会谈。 

（外语学院） 

 

我校教授出席京交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分论坛--服务创新论坛”

并作主题演讲 

5 月 28 日，京交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分论坛--服务创新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此届论坛的主题为“创新和服务贸易：数字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首任大使孙振宇主持。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 Mari 

Kiviniemi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我校副校长赵忠秀、法学院院长石静霞应邀出席论坛并做主题

演讲。 

（国际处） 

 

我校成功举办“社会创新、责任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国际论坛 

5 月 28 日，由我校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社会创新、责任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国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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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在校董会议室举行。此次论坛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Hilton Root、韩国交易所 Koscom

公司常务监事 Noh HeeJin、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立彦等中外专家出席。 

论坛由两个分论坛组成——“政府在推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市场如

何通过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和社会资

本力量相结合解决社会问题等话题进行交流，探讨了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路径与前景，不

仅为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增强社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出具体路径，还对国际实践社会

治理创新模式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管理学院） 

 

王志民教授为国务院参事室解读“一带一路”战略 

6 月 15 日，我校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教授应国务院参事室邀请，

为参会人员解读“一带一路”战略。报告会由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主任郑宏英主持。 

王志民的讲座从“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推进“一带一路”的天时地利人和、“一带

一路”的机遇与挑战等多个视角展开。王志民教授还就中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

通道安全、海洋资源开发等问题与参会领导展开讨论。王志民认为，中国应该建立环渤海港

口群、长江三角洲港口群和珠江三角洲港口群，中国还应该推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出海”。 

（宣传部） 

 

语言认知名家论坛暨商务眼动实证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6 月 18-19 日，语言认知名家论坛暨商务眼动实证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海内外 30 多

所高校对语言研究采用眼动技术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我校校长施建军、北京外国

语大学校长助理王文斌、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白学军共同为眼动实验室揭牌。 

商务语言认知实证是我校跨学科的全新研究探索，包括商务、语言、认知、心理和实验

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既体现我校特色研究的发展，也与国际前沿研究接轨，是我校语

言学发展的创新点。 

（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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